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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偽鈔案「道具全」獲撤罪
高院裁上訴得直 律政司待研判決理據再決定是否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電影《樹大招風》及《迷城》

的 道 具 領 班 張 偉 全 （ 道 具

全），以及借用道具鈔票拍攝

的羅潤霖，被控管有約23萬張

偽造港幣及外幣鈔票。兩人於

今年5月被裁定「保管偽製紙

幣」罪成，同被判囚4個月、

緩刑兩年，有關定罪引起電影

業界譁然，張亦就定罪提出上

訴。高等法院昨日裁定沒有足

夠證據證明張知道有關道具鈔

票就是法例所指的偽鈔，裁定

他上訴得直，撤銷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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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容11歲子曠課322天
單親母判緩刑

高院法官黃崇厚的判詞指，並非因
為管有道具偽鈔沒有問題，涉案

道具鈔票確實屬於偽鈔，並在電影
《樹大招風》及《迷城》用過，上訴
的關鍵是控方未能肯定上訴人知道或
相信涉案道具鈔票與真鈔相似到可以
冒充真鈔，故裁定張上訴得直。
律政司發言人指，會待研究法官的
判決理據和主控官的報告後，決定是
否需要跟進。
人稱「道具全」的上訴人張偉全

（47歲），與另一名借用道具鈔票拍
攝的羅潤霖（34歲），兩人2016年11
月被警方拘捕，今年1月被控「保管
偽製紙幣」罪名，5月31日被法庭裁
定「保管偽製紙幣」罪成，成為本港
開埠以來首名因管有道具紙幣被定罪
的業界人士。原審裁判官在裁決中指
出，道具鈔票與真鈔十分相似，故應
被判定為偽鈔。

張的代表律師在上月26日的上訴聆
訊中，質疑原審裁判官未有充分檢視
道具鈔票的樣本，又指即使上訴人認
為道具鈔票在用作拍攝時像真度不
低，不等於現實中會令人認為是真
鈔。當日法官聽取控辯雙方陳詞後，
認為需時考慮是否要檢視本案全部道
具鈔票，押後裁決。

官：認同原審裁決屬偽鈔
黃崇厚法官昨日指，在檢視所有證

物道具鈔票後，認同原審裁決屬偽
鈔。黃官指法例對偽鈔的定義是「在
合理程度」上可冒充為「該類流通紙
幣」，要判斷毋須細察異同，吹毛求
疵，而是要整體觀察，該批道具鈔票
即使並非全部都足以魚目混珠，但絕
大部分已抵觸法例標準。
黃官認同上訴方指原審裁判官忽略

了專家證人指道具鈔票「仿冒質素平

平」的觀察。黃官指雖然專家沒表明
哪方面仿冒質素平平，裁判官亦有權
不同意專家意見，但她只察閱了兩張
道具鈔票，這樣她不得不顧及專家意
見，並需在裁決中交代看法。
黃官形容不少道具鈔票顏色偏紅，

也有小量帶黃，觀感像用舊了的紙
幣，其中小量留有白邊，但數量比例
不高。證物上雖印有「道具」和
「PROPS」字眼，但字體相對細小，
並不起眼，在其中一面「PROPS」的
字眼更印在行政總裁簽署附近，不仔
細看不會察覺。雖然銀紙缺少凹凸印
刷和水印，保安線沒閃亮效果，但整
體而言和真鈔十分相似。
黃官指出，本案中上訴人沒有向金

管局申請批准，若說上訴人不知道有

違規定，他會感到詫異，因為上訴人
在行內富有經驗。

本案之後 規定料廣為人知
無論如何，希望本案之後，有關規

定會廣為業界和市民所知，各方會依
法行事。黃官又指，相關規定和電影
業發展有何關係、有何影響，法庭難
以判斷，法庭的責任只是按證據裁斷
控罪是否成立。
黃官在結語提到，管有像真度高的

「偽鈔」，即使自己不打算用來行
騙也屬嚴重，因為難保不會落入不
法之徒手中，這亦是立法規管的理
由。
即使管有者全無不法之心，例如只

是作道具之用，也必須依法處理。

是宗本港開埠
以來首宗因管有道
具紙幣被定罪案
件，事主由被捕到
被起訴，再由定罪
到上訴成功，歷時
近兩年。人稱「道
具全」的張偉全昨
對上訴判決感到開
心，終「有個清
白」。香港電影工
作者總會發聲明對
裁決感到高興，主
席田啟文直言：「全哥上訴得直係好值得電影界鼓
舞，至少證明我哋拍電影都係守法嘅人……」
總會永遠榮譽主席吳思遠亦形容心情「比我中到

六合彩仲高興，幾乎想喊……」，又指判決對香港
電影業是非常正面消息，若政府要上訴，會令人
「好反感」，他指特別是拍警匪片，一定會觸及很
多灰色地帶，如果「政府少少就告，就冇得拍。」
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的聲明指，電影製作過程存

在不少灰色地帶，易令電影從業員墮入法網，以往
拍攝一直如履薄冰。電影業界現時認同及接受經改善的報備
和申請道具鈔票程序，但仍會向金管局及警方爭取「在有監
管及申報的情況下，放寬道具鈔票像真度申請規限」。

馬逢國：未釋除業界疑慮
聲明又特別感謝張偉全以行業長遠影響作出發點的堅持抗

辯，以及同業對此案的關心、支持和鼓勵。並期望在政府電
影服務統籌科的大力協助下，總會往後與相關部門如金管
局、運輸署、警務處等繼續會晤商討，從中找出一個讓電影
工業以後有一個合情、合理、合法的製作空間。
負責攝製《樹大招風》的銀河映像昨在接受傳媒查詢時，

表示對判決感到高興，認為判決為業界討回公道。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香港電影發展局主
席馬逢國亦歡迎上訴結果，但指判決是基於原審裁決推論過
程有問題，而不是裁定日後管有道具鈔票不犯法，故某程度
上未能釋除業界疑慮。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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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鄧偉明）
近年逐漸流行的24小時迷你倉，遭販毒集
團利用作毒品儲存中心。警方毒品調查科
上周六在紅磡一工廈迷你倉出租儲物櫃偵
破毒品案，檢獲約30公斤懷疑可卡因毒品
及一批毒品包裝工具，毒品總值約3,600
萬元。行動中，探員拘捕兩名涉案男子。

警拘兩漢或再有人被捕
毒品調查科女警司吳穎詩表示，販毒集
團手法層出不窮，過往亦曾租用豪宅單位
或酒店房間作掩飾販毒。但近年毒犯覷準
工廈迷你倉24小時營運、租金便、人流多
及易轉換地點等有利因素，以僅1,000元
租用迷你倉一個儲物櫃作毒品儲存中心。
根據資料，去年警方亦破獲利用迷你倉
收藏毒品案件，警方會繼續加強與迷你
倉、酒店及不同工廈公司進行情報交流，

一旦有懷疑通知警方跟進調查。
毒品調查科高級警司吳國章表示，毒品

調查科人員根據線報經調查，鎖定一個販
毒集團租用紅磡區工廈迷你倉儲物櫃作毒
品儲存中心。上周六（13日）下午約2

時，人員掩至鶴園街2G號一幢工業大廈
內目標迷你倉埋伏監視，趁姓蔡目標男子
步出迷你倉時進行截查，在其手攜膠袋內
檢獲兩公斤可卡因磚。
人員將疑犯押返其儲物櫃搜查，再檢獲

約28.25公斤可卡因磚。
同時警方拘捕正在工廈外駕車接應的姓

羅目標男子，經調查證實羅為儲物櫃承租
人，與案有關。警方稱案件仍在調查中，
不排除再有人被捕。

■道具領班張偉全（道具全）對上
訴得直獲撤銷定罪感到開心。

資料圖片

■吳思遠指判決對香港電影業
是非常正面消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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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鈔票的
場面。
電影截圖

■ 電 影
《樹大招
風》中不
乏使用道
具鈔票場
面。
網上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靠綜援與11
歲兒子相依為命的單親媽媽，在2015及
2016學年的396個上課日中，被指縱容讀小
學的兒子曠課322天。教育局多次警告無
效，去年11月向她發出入學令，並安排社
工協助，惟她仍不讓兒子上學，更獨留兒子
在家或任其在球場流連。母親上月承認一項
不遵守入學令及四項疏忽照顧兒童罪，昨在
屯門裁判法院被判處14天監禁，緩刑兩
年，另罰款1,000元。
署理主任裁判官徐綺薇判刑時指，明白

涉案54歲被告面對丈夫離世的困境，但她
作為母親，絕對有責任確保孩子接受教
育，奉勸被告多向相關組織求助以解決問
題。
案情指，被告今年2月被捕後，兒子才得
以重返校園，現由保護兒童組織託管。被告
曾表示有嘗試讓兒子回校上課，但兒子拒
絕，只好放棄。報告指被告不適宜接受感化
令及社會服務令，建議法庭以緩刑方式判處
短期監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鄧偉
明）超強颱風「山竹」遺禍，一名潛
水員昨晨在石鼓洲海面落水鞏固被颱
風吹至鬆動的浮標時，疑遭小艇開動
摩打擊中失蹤，消防蛙人經搜索在海
底尋獲一截人體右前肢殘骸，惟失蹤
潛水員下落不明，警方拘捕涉案小艇
船家帶署。
失蹤事主姓蔡，53歲，為資深潛水

員，生死未卜，消防蛙人尋獲的人體
殘肢是否屬蔡，仍有待進一步確定。
被捕船家姓梁，58歲，涉嫌危害他

人海上安全罪名，案件交由水警總區
重案組跟進。
據悉，早前超強颱風「山竹」吹襲

本港，造成嚴重破壞，其中石鼓洲旁
興建中的「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
期」工程，用作標誌位置的浮標疑被
強風吹至纜索鬆開，需要聘請工程公
司將標誌浮標鞏固。
消息稱，昨晨9時許，蔡受僱與兩

名工作人員乘坐小艇，前往石鼓洲以
南十多米對外海面鞏固浮標工作。
蔡在落水後，突然颳起一陣強風將

小艇吹離停泊位置，姓梁船家開動摩
打將小艇駛回時，疑螺旋槳撞到正在
海中的潛水員，潛水員連繫小艇的救

生繩亦斷開。眾人在船上守候約半小
時仍未見蔡返回水面，懷疑遇溺失
蹤，於是報警。

消防尋獲人體殘肢
水警及消防船接報到場調查，由消

防蛙人落水進行搜尋，飛行服務隊亦
派出直升機協助高空搜索。
直至昨晨約11時43分，消防蛙人
在海底尋獲一截人體右前肢殘骸，但
未能確定是否屬於失蹤者，需要進一
步確定。
警方初步調查，以相關罪名拘捕小

艇船家帶署。直至今日凌晨本報截稿
前，失蹤潛水員仍下落不明。
環境保護署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表示，高度關注潛水員失蹤事件，事
故發生後已即時派員到場視察。工程
承建商已將有關個案呈報勞工處及海
事處作出跟進，並會全面配合其他政
府部門進行調查，工程承建商已暫停
在石鼓洲事故地點有關的海事工程作
業，亦正聯絡失蹤潛水員的家屬提供
所需協助。
署方已要求工程監督公司聯同工程

承建商在7日內提交報告，並會跟進
調查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舞台劇導
演兼演員黃嘉威涉多次相約13歲女網友到
賓館拍祼照及口交，被控與16歲以下女童
作出猥褻行為及製作兒童色情物品罪。案件
昨於西九龍法院提堂，控方透露再追查到另
外3名受害人，有可能加控非禮、與16歲以
下兒童非法性交等罪。案件押後至12月10
日以候警方蒐證，被告繼續還柙。
37歲被告黃嘉威是舞台劇導演兼演員，

暫被控一項向16歲以下兒童作出猥褻行為
及一項製作兒童色情物品罪。控方指被告在
2013年3月至2016年7月期間，多次在荃灣
區一間賓館猥褻侵犯當時年僅13歲的少女
X，並拍下裸照及口交片段。
至今年8月現年18歲的X被男友發現手機

內藏的訊息及照片才揭發本案。
警方在被告電腦內發現其他女童的裸照、

口交及性交片段，當中更涉及性虐行為。控
方表示已尋獲另外3名受害人，且已錄取口
供，有可能加控其製作兒童色情物品、非
禮、與16歲以下兒童非法性交等罪。不過
被告的電腦容量達6TB，仍需時蒐證，法官
接受控方要求將案件押後，被告繼續還柙。

導演黃嘉威涉性侵女童
增3受害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沙田及葵涌
昨發生涉專線小巴驚險交通意外，分別為一
小巴與九巴相撞車身如開罐頭被掀起、一小
巴則失控剷上行人路翻側，兩宗車禍共釀成
14人送院，警方正調查車禍原因。
昨晨10時許，一部82X線九巴沿沙田銀
城街北行至愉田苑對開埋站時，疑因有車停
泊路邊，58歲姓陳車長遂駕巴士抽出鄰線
駛前埋站之際，詎料尾隨駛至專線小巴71
歲姓林司機見前方有巴士埋站，將小巴切出
鄰線行駛時收掣不及，小巴左邊車身撞及巴

士右車尾，小巴由左車頭至乘客上落車門位
置，如開罐頭般被掀起，姓林司機及6男1
女乘客被劇烈震盪搖晃受輕傷，分批由救護
車送院治理。
另昨晚7時許，一部407線專線小巴沿葵

涌荔景山路駛至葵涌醫院對開時，65歲司
機報稱疑扭軚閃避車輛引致失控向左鏟上行
人路再向右翻側，司機及乘客一度受傷被
困，警方及消防員趕至協助被困傷者離開車
廂，最少10人受傷，幸傷勢不嚴重，其中6
名乘客需送院治理，未有大礙。

小巴挨撞 車身「開罐頭」8人傷

潛水員鞏固浮標 遭螺旋槳擊中失蹤

■■小巴翻側小巴翻側
行人路上行人路上。。

◀毒品調
查科拘捕
兩名涉案
男子帶署
扣查。

▶警方展
示檢獲證
物。


